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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失事客机上无中国乘客

该飞机上乘客和机组人员共 71 人全部遇难，其中有两名外国乘客
俄罗斯紧急情况部官网 11 日发布消息
说，当天在莫斯科市远郊坠毁的安－148
客机上的乘客和机组人员全部遇难。

失事客机黑匣子已找到
消息说，这架失事客机上共有 6 名机
组人员和 65 名乘客，其中包括 3 名儿童。
目前失事客机的一个黑匣子已被找到，但
消息未说明该黑匣子是驾驶舱语音记录器
还是飞行数据记录器。
据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领事部向俄紧
急情况部了解，目前从失事客机的乘客名
单来看，该飞机上应没有中国乘客。
这架属于俄罗斯萨拉托夫航空公司的
安－148 客机当天计划从莫斯科前往俄西
南部城市奥尔斯克，客机起飞后不久在莫
斯科市东南方向距机场约 35 公里的斯捷潘
诺夫斯科耶村附近坠毁。
据俄地面空管人员介绍，该客机在莫
斯科时间 14 时 21 分起飞，14 时 26 分后客
机的飞行速度快速下降，并于 14 时 28 分
从地面雷达屏幕上消失。

据悉，7 支俄医疗队以及莫斯科州救
援部门、俄国民近卫军人员已赶往坠机地
点。俄联邦侦查委员会正对此次空难展开
调查。

俄确认失事客机上
载有两名外国乘客
俄罗斯紧急情况部网站 12 日凌晨发布
新闻公告说，11 日下午在莫斯科州坠毁的
安－148 客机上载有两名外国乘客，分别
是瑞士籍和阿塞拜疆籍。
安－148 客机失事后，俄总统普京向
遇难者家属表示慰问，并要求有关部门做
好搜救和善后工作。
俄联邦侦查委员会已对此次空难进行
刑事立案侦查，委员会主席巴斯特雷金表
示，坠机现场搜寻和侦查工作将不间断进
行，持续数昼夜时间。
这架失事飞机属于俄罗斯萨拉托夫航
空公司，11 日下午计划从莫斯科飞往俄西
南部城市奥尔斯克，客机起飞后不久在莫
斯科市东南方向距机场约 35 公里的斯捷潘

2 月 11 日，在俄罗斯莫斯科州，救援人员在坠机现场工作。 新华社发
诺夫斯科耶村附近坠毁。机上 6 名机组人
员和 65 名乘客全部遇难。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 12 日在例行记

特朗普万亿基建计划“长”啥样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定于当地时间
12 日发布 1.5 万亿美元基础设施建设计划的
大致内容，目标是今后 10 年改造年久失修
的公路、铁路、机场、桥梁等基础设施。
根据这项计划，联邦政府只出资 2000
亿美元，财源以其他领域“节流”为主，其
余 1.3 万亿美元主要依赖地方政府和私人企
业投资。
美国国内意见分化。这项计划要在国会
过关，难度不小。

该计划包括两方面
多名政府官员告诉美联社记者，这项计
划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为新基建项目注入
资金，加速现有基础设施的修缮速度；二是

迪拜：

世界最高
酒店开张
阿联酋迪拜有关方面 11 日宣
布，目前全世界最高的赫沃拉酒
店 12 日迎来首批客人，正式开始
运营。
赫沃拉酒店高 356 米，有 75
层楼，是座闪闪发亮的金色建
筑 。 酒 店 有 528 间 客 房 ， 4 个 餐
厅 ， 设 有 室 外 泳 池 、 健 身 中 心、
豪华水疗、名牌服装店等休闲购
物设施。
法新社报道，赫沃拉酒店以 1
米优势，击败前“冠军”JW 万豪
侯爵酒店。
迪拜将于 2020 年主办全球贸
易博览会。有关方面希望在那之
前，每年能吸引 2000 万游客前去
观光。
（新华社微特稿）

简化工程审批流程，缩短等待时间。
联邦政府 2000 亿美元出资中，1000 亿
美元将划拨至各州、地方政府，用于支持交
通、抗洪防涝、污染治理等项目。不过，在
每个基建项目中，联邦出资在总费用中占比
不超过 20%。
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现阶段一些主要交
通项目的工程款中一半资金来自政府；在一
些高速公路建设项目中，联邦资金在总费用
中占比高达 80%。
另外 1000 亿美元中，大约 500 亿美元
将用于交通、宽带网络、水利、垃圾处理、
发电站等乡村工程建设；200 亿美元用于
“革新工程”
，即不是单纯修缮现有设施，比
如建造高速铁路隧道；其余 300 亿美元用于
支持私营领域的基建项目获得更多贷款。

美国国内意见分化
对特朗普的基建计划，美国社会呈现意
见分裂。
美国全国制造商协会总裁杰伊·蒂蒙斯
持肯定态度。他说，随着交通延误、断电、
停水、断网等事故发生，“现代制造企业的
能力受到质疑，就业也面临挑战”。如果这
一计划付诸行动，制造企业承诺“美国一定
会抓住此次机遇”
。
而在国会众议院民主党领袖南希·佩洛
西看来，特朗普的计划无异于把投资基建的
“负担转移给城市和各州”
。
美国自然资源保护协会工作人员谢莉·波
蒂查认为这项计划是“灾难”
，计划缩减了基建
项目的环保审核环节。 （据新华社专特稿）

美计划将国际空间站
“私有化”
国际空间站预计将服役至 2024 年，届时
它又将何去何从？美国航天局一份内部文件显
示，美国政府正计划将其“私有化”。
美国 《华盛顿邮报》 11 日援引美国航天
局文件报道，美国政府虽然计划自 2025 年起
停止对国际空间站的直接注资，但并不是要抛
弃这个空间实验室，而是打算将其转手，卖给
私营企业。
文件显示：“停止联邦政府对国际空间站
的直接支持，并不意味着该平台届时将脱离轨
道，产业界可以继续运用国际空间站的某些要
素或能力，将其作为未来商业平台的一部分。
”
文件还提到，美国航天局将在未来 7 年内
“扩大国际和商业伙伴关系，确保人类能够继
续进入并出现在低地球轨道”。
根据一份计划 12 日公布的预算方案，美
国政府打算在 2019 财年投入 1.5 亿美元，来确
保商业接班人有能力接管空间站。
不过，谁会愿意接手？一些业界人士认

为，国际空间站主要用于科学探索，会否吸引
私人投资不得而知，况且空间站的其他合作伙
伴也未必乐于接受这一方案。
国际空间站始建于 1998 年，是以美国和
俄罗斯为主，日本、加拿大、欧洲航天局成员
国和巴西等总共 16 个国家联合参与的国际合
作项目，在距地球表面约 400 公里高度运行，
主要功能是作为微重力环境下的研究实验室，
投资总额超过 1000 亿美元。
国际空间站的设计寿命最初只有 15 年，
后一再延长，目前已延至 2024 年。俄罗斯方
面今年 1 月曾表示，他们打算在国际空间站退
役后，以部分俄罗斯舱段为基础建造新的轨道
空间站。
尽管美国国内也有不少反对政府“放弃”
空间站的声音，但自本世纪以来，美国航天局
正越来越多将近地球轨道活动外包给私营部
门，如委托私营企业为空间站送人送货，自己
则将工作重点转向深空探索。
（新华社）

者会上表示，中方对俄罗斯一架客机坠毁
深感痛心，向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
（据新华社）

喜事将至

哈里王子
婚礼细节曝光
哈里王子与未婚妻梅根·马克
尔定于今年 5 月成婚。随着婚期临
近，肯辛顿宫发布婚礼流程等细
节。与哥哥威廉王子不同，哈里王
子没有按照王室传统在工作日办婚
礼，而是选择周六。

婚礼日期“反传统”
哈里王子是英国王位第五顺位
继承人。2016 年 7 月，他与马克
尔经朋友介绍认识，恋情发展 16
个月后，于去年 11 月在伦敦订婚。
婚 礼 定 在 5 月 19 日 、 星 期
六，与王室传统有些不同。通常情
况下，王室成员婚礼选在工作日。
哈里王子婚礼举办地点定在温莎城
堡内的圣乔治教堂。仪式中午开
始。下午 1 时左右，哈里王子夫妇
将乘坐马车巡游，而后举办招待宾
客的宴会。

威廉王子当伴郎？
哈里王子的婚礼日期与英格兰
足总杯决赛是同一天。外界担忧，
大婚恐与英格兰足球总会这场关键
球赛“撞车”。但肯辛顿宫说，足
总 杯 决 赛 通 常 下 午 5 时 30 分 开
始，哈里王子的婚礼在当天中午，
两场活动时间能错开，不必担心。
威廉王子是英格兰足球总会主
席。按照惯例，他应到场观战，为
冠军颁发奖杯。不过，足总杯决赛
举办地距婚礼举办地圣乔治教堂大
约 32 公里，意味着威廉王子可能
无法及时出席宴会。对这一难题，
威廉王子称他“仍在协调中”。上
月，当被问及是否会给弟弟哈里王
子当伴郎时，威廉王子开玩笑说：
“他还没有问过我。这可能是个敏
感话题。”
（据新华社专特稿）

